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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码字匹配和引力筛选的半监督协同训练算法

陈善学１　尹修玄１　杨亚娟１

１　重庆邮电大学移动通信技术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４０００６５

摘　要：针对传统的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协同训练算法中基分类器独立性低、迭代过程中误差累积和整体

泛化性能低的问题，将多视图理论、编码理论和万有引力公式引入协同训练分类算法中，提出了改进算法，算法

有效地防止了迭代过程中的误差累积，同时提高了分类系统的泛化性能。在高光谱图像分类实验中，随机地从

数据集中抽取５％、１０％和２０％样本作为已标记训练集时，码字匹配的协同训练分类算法对比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在分类精度上平均分别提高了１２．３８％和６．１３％，在 Ｋａｐｐａ系数上平均分别提高了０．２和

０．０７。进一步加入引力筛选机制，对比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在分类精度上平均分别提高了２１．３０％和

１０．９９％，在Ｋａｐｐａ系数上平均分别提高了０．２６和０．１３，结果表明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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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光谱图像地物分类在军事、医疗和灾害防

护等领域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１］。分类是一个复

杂的数据处理过程，分类方法的选择是关系分类

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２］。高光谱图像分类方法主

要有监督分类、非监督分类和半监督分类三大

类［３７］。而现有的半监督学习方法主要有基于图

的方法、低密度区域分割和生成式模型等［８１０］。

文献［１１］中提出了半监督学习模式的协同训

练（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它是利用标记和交叉验证

未标记数据的方法提高传统监督学习的性能。但

是算法中要求两个视图充分冗余的条件限制了该

方法的实际运用［１２］。在此问题上，Ｎｉｇａｍ等研究

了不具有充分冗余视图条件的协同训练算法的性

能，实验结果表明，如果随机将属性集大的标记样

本集划分为两个视图，从而代替充分冗余的条件，

同样可以得到较好的协同训练结果［１３］。另一种算

法ＤＣＰＥ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１４］研究了在两个基分类器之

间加入多样性分析和类概率估计，以获得更好的分

类效果。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
［１５］进一步放松了 Ｃｏ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约束条件，摒弃充分冗余视图条件，利用训

练集的差异性来训练基分类器，并且采用投票的方

式避免大量的误差累积［１６］。Ｈｕａｎｇ等在高光谱图

像分类时利用灰度共生矩阵和马尔科夫随机场方

法提高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的精度
［１７］。Ｚｈａｎｇ等人提出了

改进的Ｓｉｍｐｌｅ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 Ｅｄｉｔ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

法［１８］。其中，Ｓｉｍｐｌｅ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采用两个不

同的训练分类器，而Ｅｄｉｔ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采用数

字编辑技术，得到了更好的分类结果。但是该算法

单纯使用像元之间的欧氏距离最邻近作为筛选标

准，忽略了像元之间的相关性对基分类器分类结

果筛选和最终分类的性能产生的贡献。Ｌｉｕ等人

将转移学习引入到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提出了机

器转移学习的协同训练方法［１９］。Ｂｅｎｄｅｒ等人提

出将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的学习条件放宽
［２０］。另

外，Ｏｋａｂｅ等人提出将犓 均值用于解决协同训练

中的约束问题［２１］。

本文采用多视图理论增加协同训练分类算法

中基分类器的独立性，对基分类器的分类结果进

行编码，采用码字匹配的方法取代置信度比较，进

一步通过引入引力筛选机制防止误差累积。

１　典型协同训练算法

１．１　犆狅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算法

文献［１１］中的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本质上是一

个交叉训练（ｃｒｏｓ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的过程，算法训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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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必须满足以下冗余视图条件：①对同一目

标的刻画可以提取两个相互独立的数据集；②两

个数据集都能够充分描述该目标。算法中假定的

两个子视图条件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不符合这样

的假设，一个基分类器判断为置信度高的样本加

入到另一基分类器中就没有意义，也就不能起到

优化训练其他分类器的作用。实际实验中的数据

自身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导致算法在迭代

训练中的精度受到影响。

１．２　犜狉犻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算法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为了避免交叉验证带来的耗

时和误差累积问题，对未标记样本置信度的估计采

用三个分类器隐形投票的方式。算法摒弃了Ｃｏ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增量式的学习方式，它的未标记数据

集的大小始终不变。文献［１５］给出了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算法在ＰＡＣ（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框架

下的性能分析。定义第狋轮迭代时基分类器噪声

率为犲狋，标记训练集规模大小为 犔狋 。算法只要满

足式（１），它在迭代中的学习就是进步的。

０＜犲
狋／犲狋－１ ＜ 犔狋－１ ／犔狋 ＜１ （１）

　　在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中，由于三个基分类器

的差异性仅由对训练集不同的抽样决定，所以基

分类器之间的相关性依然很强，造成分类器的泛

化性能低。并且算法在对未标记数据分类标记时

采用隐式投票的方式，没能有效防止误分数据进

入迭代，对最终的分类效果影响很大。

２　推荐算法１———基于码字匹配的

协同训练分类算法

　　参考文献［１５］，假设已标记数据集犔和未标

记数据集犝，基分类器犺犻（犻＝１，…，犆
犾
犖），其中犖

为类别数目，犾为基分类器分类的类别数。根据

多视图理论，各基分类器采用不同的激励函数。

通过犔构造基分类器的初始训练样本集：将标记

样本集按照类别划分为犖 个子集犔狀（狀＝１，…，

犖），犔狀 按不重复穷尽排列的方式组合成初始训

练集Ｔｒａｉｎｓｅｔ犻（犻＝１，…，犆
犾
犖）。Ｔｒａｉｎｓｅｔ犻 训练对

应的犺犻后，将已标记样本狓（狓∈犔）并行输入基分

类器犺犻，则狓得到犆
犾
犖 个分类标记ｍａｒｋ。将ｍａｒｋ

编成一位码ｃｏｄｅ＝｛０，１，２，…，犾－１｝。顺序排列

各位码，定义为一个码字ｃｏｄｅｗｏｒｄ，得到犽（犽≤

犔 ）个码字。如属于不同类别的狓经此过程得

到了同一ｃｏｄｅｗｏｒｄ，将此ｃｏｄｅｗｏｒｄ删除，ｃｏｄｅ

ｗｏｒｄ数目变为狆（狆≤犽）个。这狆个码字构成初

始码书ｃｏｄｅｂｏｏｋ。在循环迭代中，首先测量犺犻的

误分率犲犻（犻＝１，…，犆
犾
犖）。犝 通过分类器，将每个

样本得到的 ｃｏｄｅｗｏｒｄ与当前 ｃｏｄｅｂｏｏｋ 中的

ｃｏｄｅｗｏｒｄ对比，匹配的样本类别标注为ｃｏｄｅｂｏｏｋ

中的对应类别。如式（２）所示，定义匹配率狉，其

中ｍａｔｃｈ是本轮迭代中码字匹配的样本数。

狉＝∑
ｍａｔｃｈ

１／犝 （２）

　　该码字匹配的样本加入到训练集 Ｔｒａｉｎｓｅｔ犻

中。新的训练样本中，标记类别不同的样本ｃｏｄｅ

ｗｏｒｄ重复时，ｃｏｄｅｗｏｒｄ占有率高的类别得到该

ｃｏｄｅｗｏｒｄ，则ｃｏｄｅｂｏｏｋ中ｃｏｄｅｗｏｒｄ为犽个或狆

＋狑个（狑为增加的ｃｏｄｅｗｏｒｄ个数）。使用更新

的Ｔｒａｉｎｓｅｔ犻训练犺犻。当满足式（３）所示的相邻两

轮迭代条件，继续学习。

０＜
（１－狉狋）犲

狋

（１－狉狋－１）犲
狋－１ ＜

犔狋－１

犔狋
＜１ （３）

　　迭代退出时，保存当前训练好的分类器犺犻和

ｃｏｄｅｂｏｏｋ。未标记样本通过犺犻得到ｃｏｄｅｗｏｒｄ，与

ｃｏｄｅｂｏｏｋ匹配，标注样本类别；否则，该样本类别

随机设置。

参考文献［１５］的方法，证明式（３）是训练集更

新的充分条件。

证明　在ＰＡＣ框架下，算法相邻两轮迭代

中，分类器假设的错分率与训练集的大小和噪声

率间的关系如式（４）和式（５）所示：

狌狋＝犮／ ξ（ ）狋 ２
＝犿

狋 １－２η（ ）狋 ２ （４）

狌狋－１ ＝犮／ ξ
狋－（ ）１ ２

＝犿
狋－１ １－２η

狋－（ ）１ ２ （５）

狌∝１／ξ
２ （６）

式中，犮为常数；ξ为分类器的错分率；犿为训练集

大小；η为训练集噪声的上限值。在狋轮迭代中，

分类器犺犻 对应的训练集的噪声率η
狋 如式（７）所

示。令基分类器的平均噪声为珋犲狋，则式（７）可化为

式（９）的形式。

η
狋
＝

η犔 犔 ＋ １－狉（ ）狋 犔狋
１

犆犾犖∑犻
犲狋犻

犔∪犔
狋

（７）

珋犲狋＝∑
犻

犲狋犻／犆
犾
犖 （８）

η
狋
＝η犔 犔 ＋ １－狉（ ）狋 犔狋珋犲狋／犔∪犔

狋 （９）

　　式（３）条件成立等价于 犔狋 ＞ 犔狋－１ ＞０和

（１－狉狋）珋犲
狋 犔狋 ＜（１－狉

狋－１）珋犲
狋－１ 犔狋－１ 同时成立。

由 犔狋 ＞ 犔狋－１ ＞ ０ 可 推 得 犔∪犔
狋
＞

犔∪犔
狋－１ ，即犿狋＞犿

狋－１。结合（１－狉狋）珋犲
狋 犔狋 ＜

（１－狉狋－１）珋犲
狋－１ 犔狋－１ ，推出η

狋
＜η

狋－１，进而可得

犿狋（１－２η
狋）２＞犿

狋－１（１－２η
狋－１）２，即狌狋＞狌

狋－１。根

据式（６），则有ξ
狋
＜ξ

狋－１，证毕。

算法流程如下：

７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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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输入已标记数据集犔和未标记数据集犝；

２）初始化：组合已标记数据集犔，得到犆犾狀 个

初始训练集Ｔｒａｉｎｓｅｔ犻（犻＝１，…，犆
犾
犖），犲′犻＝０．５，ｃｏ

ｄｅｂｏｏｋ＝Φ，犾′＝０，狉′＝０；

３）Ｔｒａｉｎｓｅｔ犻训练基分类器犺犻；

４）将每个标记样本分别通过训练好的子分

类器分类，一个子分类器得到一个分类结果，记为

一位标记ｍａｒｋ；

５）将同一样本得到的犆犾犖 个ｍａｒｋ转换为犆
犾
犖

位码按子分类器排列顺序，组合各位码，得到该样

本当前分类结果所对应的码字ｃｏｄｅｗｏｒｄ；

６）所有标记样本的码字集合形成码书，删除

码书中重复的所有码字，得到系统的初始码书；

７）判断是否存在新的未标记样本加入犔，若

存在，进行下一步；若不存在，进入步骤１２）；

８）每个测试样本依次通过排列好的子分类

器犺犻，一个样本得到犆
犾
犖 个分类标记 ｍａｒｋ，按照

上述方法将分类标记转换为码字，计算噪声率犲犻

＝ＭｅａｓｕｒｅＥｒｒｏｒ（犺犻）；

９）判断测试样本码字是否与码书码字匹配，

若匹配，测试样本类别为码书码字类别，且将测试

样本加入到对应类别的训练集中；

１０）计算匹配率狉，判断是否满足条件（１－狉）

·珋犲 犔 ＜ （１－狉′）珋犲′ 犾′ ，若满足，ｕｐｄａｔｅ犻＝

ＴＲＵＥ，进 行 下 一 步；若 不 满 足，ｕｐｄａｔｅ犻 ＝

ＦＡＬＳＥ；

１１）犔∪犔犻 更新学习犺犻：珋犲＝珋犲′，犾′＝｜犔｜；狉′＝

狉，返回步骤３），继续迭代；

１２）随机设置未进入训练集的测试样本类

别。

对比文献［１５］，本文提出的基于码字匹配的

协同训练分类算法增加了基分类器数目；结合了

多视图理论；将编码技术引入协同训练，用于取代

简单的隐式置信度比较；在每次迭代中，所有未标

记数据进入机器学习，而不是只有一部分未标记

数据，扩大了学习范围。在迭代过程中，基于码字

匹配的协同训练分类算法，对于每一未标记样本

而言，会经过犆犾－１狀－１个相关基分类器（该基分类器

的初始训练集中有与未标记样本类别相同的样

本）和犆犾狀－犆
犾－１
狀－１个非相关基分类器。这样的设计

可以使该样本在相关基分类器分类时提高每个相

关基分类器的分类精度，并且在非相关基分类器

分类时充分挖掘该样本与其余类别样本间的相关

度。算法采用码字匹配的实质是在最终划分未标

记样本的类别前，将当前基分类器的分类结果映

射到码字，实现分类结果的糊化和抽象化。

３　推荐算法２———基于码字匹配和

引力筛选的协同训练分类算法

　　基于码字匹配的协同训练分类算法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泛化性能

低和基分类器相关性高的问题，提高了分类效果。

而在误差累积问题上，算法的效果对比Ｃｏ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和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没有太大提升。在协同

训练中加入筛选机制可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将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公式（如式（１０）

所示）引入筛选机制。引力常量犌调整为训练集

各类别分布比例犌狀（狀为类别总数）；质量的积

犿１犿２ 转化为目标像元与某类训练集光谱平均值

的积；距离狉２ 代表图上目标像元与某类训练集聚

类中心的距离。如式（１１）所示，定义第狋轮迭代

中的筛选率为狏狋，其中分母为码字匹配样本数，分

子为筛选样本数，那么训练集更新的充分条件可

以用式（１２）表示。

犉＝犌犿１犿２／狉
２ （１０）

狏狋＝
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ｄｅｗｏｒｄ）狋

ｍａｔｃｈ（ｃｏｄｅｗｏｒｄ）狋
（１１）

０＜
（１－狉狋）狏

狋犲狋

（１－狉狋－１）狏
狋－１犲狋－１

＜
犔狋－１

犔狋
＜１ （１２）

　　算法流程在推荐算法１的基础上进行了补

充，即在步骤２）中加入类别分布比例参数初始化

犌狀＝１／犖；步骤８）中使用式（１０）计算样本与各类

别中心引力；步骤１０）中使用式（１１）计算筛选率，

且计算Ｔｒａｉｎｓｅｔ犻的聚类中心犮犻、光谱平均值犿２犻，

将条件（１－狉）珋犲犔 ＜（１－狉′）珋犲′犾′ 改变为（１－狉）

·珋犲狏犔 ＜（１－狉′）珋犲′狏′犾′ ，其余步骤保持不变，

就完成了推荐算法２的流程。

引入万有引力筛选机制可以很好地避免误差

累积，并保证算法的收敛速度。

４　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统一实验平台，本文仿真实验软件为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１ａ，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处

理器 为 ＩｎｔｅｌＰｅｎｔｉｕｍ ＤｕａｌＣＰＴ Ｔ３２００２．００

ＧＨｚ。实验数据采用１９９２年６月拍摄的美国印

第 安 纳 州 印 第 安 农 林 高 光 谱 遥 感 试 验 区

（ＡＶＩＲＩＳ）的一部分。图像大小为１４４×１４４，共

２２０个波段（见图１），１６类标记地物。选取其中

的 Ｃｏｒｎｎｏｔｉｌｌ、Ｇｒａｓｓ／Ｔｒｅｅｓ、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ｍｉｎ、

Ｗｏｏｄｓ四种地物信息作为分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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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ＡＶＩＲＩＳ高光谱数据

Ｆｉｇ．１　ＡＶＩＲＩＳ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

　　实验中选取神经网络分类器作为基分类器。

基分类器参数设置如下：最大迭代次数为２００次，

隐含层节点数根据经验公式犿＝槡狀犾（犿 为隐含

层节点数，狀为输入层节点数，犾为输出层节点数）

计算得出。基分类器在狋轮迭代的噪声率采用文

献［１５］中的方法，采用初始训练集在迭代中测试

得到。实验在选取５％、１０％和２０％样本作为初

始训练集的三种情况下，使用生产者精度、用户精

度、总体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系数四种参数综合评估

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本文推荐的两种算

法。实验还计算出了每次迭代的精度，以说明误

差在四种算法中的累积情况。实验结果如表１、

表２和图２所示。

表１　生产者精度／用户精度／％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ｒＵｓ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抽样率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推荐算法１ 推荐算法２

生产者精度／用户精度 生产者精度／用户精度 生产者精度／用户精度 生产者精度／用户精度

５

Ｃｏｒｎｎｏｔｉｌｌ １００／２．９４ １００／５．２２ １００／１３．３９ １００／１４．５０

Ｇｒａｓｓ／Ｔｒｅｅｓ １７．１２／７７．６８ ２８．４１／９７．１７ ３５．７８／９８．０７ ３８．８６／９８．６６

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ｍｉｎ ６６．２４／３２．３０ ７８．８１／６５．７３ ７９．５７／７８．６０ ８３．０１／８６．５４

Ｗｏｏｄｓ ８７．７４／９９．８４ ９５．１５／９９．７５ ９６．９７／９９．８４ ９７．７５／９９．８４

１０

Ｃｏｒｎｎｏｔｉｌｌ １００／２１．５０ １００／２９．０５ １００／３４．６６ １００／３８．４０

Ｇｒａｓｓ／Ｔｒｅｅｓ ２５．０６／８７．２７ ３１．３４／８６．９３ ３９．３３／８９．２８ ５０．７６／８９．１１

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ｍｉｎ ７８．４１／５９．２３ ８１．７６／７１．３５ ８０．９１／７８．８２ ８５．４６／９４．８７

Ｗｏｏｄｓ ９２．１６／９９．６５ ８８．６１／１００ ８８．８７／９９．８３ ９２．９２／９９．８３

２０

Ｃｏｒｎｎｏｔｉｌｌ １００／２９．０１ １００／３３．２５ １００／３８．８９ １００／４３．０３

Ｇｒａｓｓ／Ｔｒｅｅｓ ２９．４２／８９．２６ ３４．０１／８９．４９ ４３．７７／９１．９５ ５１．９６／９１．９５

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ｍｉｎ ８１．７１／７５．２３ ８４．５５／８３．０８ ８６．９１／９２．７６ ８７．１１／９７．２８

Ｗｏｏｄｓ ９３．３１／９９．７０ ９３．４９／９９．７０ ９４．７６／１００ ９５．３０／１００

表２　整体分类精度／犓犪狆狆犪系数

Ｔａｂ．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ｒＫａｐｐａ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抽样率
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推荐算法１ 推荐算法２

整体分类精度／Ｋａｐｐａ系数 整体分类精度／Ｋａｐｐａ系数 整体分类精度／Ｋａｐｐａ系数 整体分类精度／Ｋａｐｐａ系数

５ ４５．２２％／０．３３ ６２．３１％／０．６０ ６９．８１％／０．６７ ７３．５１％／０．７１

１０ ６２．００％／０．５７ ６９．０６％／０．６５ ７３．８７％／０．７２ ８１．７１％／０．８１

２０ ７０．６３％／０．６８ ７５．２５％／０．７３ ８１．３２％／０．８０ ８４．３８％／０．８４

图２　算法在不同抽样率和迭代次数下的分类精度

Ｆｉｇ．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由表１可以看出，推荐算法１除在初始训练

集为１０％时，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ｍｉｎ和 Ｗｏｏｄｓ的生产者

精度 分 别 比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算 法 低 ０．８５％ 和

３．２９％，其余平均分别高出两种算法６．３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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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推荐算法２的生产者精度则全部高于

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且平均分别高

出两种算法９．３３％和６．４２％。同时在表１中，推

荐算法１除在初始训练集为１０％时，Ｗｏｏｄｓ的用

户精度比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低０．１７％，其余平均

分别高出两种算法１１．８８％和４．６１％。推荐算法２

除在初始训练集为１０％时，Ｗｏｏｄｓ的用户精度比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低０．１７％，其余平均分别高出两

种算法１５．０１％和７．７５％。由表２可以看出，推荐

算法１的总体分类精度平均分别高出两种算法

１２．３８％和６．１３％，Ｋａｐｐａ系数平均分别高出两种

算法０．２和０．０７。推荐算法２的总体分类精度平

均分别高出两种算法２１．３０％和１０．９９％，Ｋａｐｐａ

系数平均分别高出两种算法０．２６和０．１３。

由图３可以看出，推荐算法修正了经典算法

的分类错误。由图２可以看出，在初始训练集为

５％、１０％和２０％的情况下，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的精

度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而有所下降，这是由于实

验中初次随机选取的标记数据集中存在混合像元

所导致的机器学习轨迹偏离；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的

精度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也会略有下降，说明迭

代过程中出现了误差累积问题。而推荐算法１和

推荐算法２的总体精度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而趋

于平稳，说明算法有效避免了迭代中误分样本对

下一次迭代造成的影响，且推荐算法２在此问题

上的效果更好。

图３　抽样率为２０％时各种方法的分类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２０％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码字匹配的协同训练分类算

法使用更多的基分类器挖掘数据之间的关系，引

入多视图理论在没有增加算法的复杂度和保证协

同训练的收敛性的同时增加了基分类器之间的差

异性，提高了整体泛化性能；采用编码与码字匹配

方式排除了置信度阈值经验性设置引入的误差。

通过实验验证，对比传统的 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和 Ｔｒｉ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算法，基于码字匹配的协同训练算法具

有更好的分类性能。而加入引力筛选机制的算法

有效地避免了算法迭代过程中误差累积的问题，

实验中获得了更好的效果，说明基于码字匹配和

引力筛选的半监督协同训练算法在高光谱图像分

类中具有良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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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６（１）：１０８１１２）

［７］　ＹａｎＬｉ，ＮｉｅＱｉａｎ，Ｈｕ Ｗｅｎ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Ｒａｐｉｄ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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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Ｏｒｂｉｔｆｒｏｍ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Ｊ］．犌犲狅犿犪狋

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２００９，３４（２）：１８３１８６（闫利，聂倩，胡文元，等．基于

对象级的ＡＤＳ４０遥感影像分类研究［Ｊ］．武汉大学

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４（２）：１８３１８６）

［８］　ＷａｎｇＹ，ＣｈｅｎＳ，ＺｈｏｕＺＨ．Ｎｅｗ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Ｊ］．犐犈犈犈 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 犖犲狌狉犪犾

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犪狀犱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狊，２０１２，２３（５）：

６８９７０２

［９］　ＸｉｏｎｇＢ，ＪｉａｎｇＷ，ＺｈａｎｇＦ．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

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ｒｙ［Ｃ］．Ｔｈｅ１８ｔｈ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

［１０］ＤｏｐｉｄｏＩ，ＬｉＪ，ＰｌａｚａＡ，ｅｔａｌ．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Ｕｎｍｉｘ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ＩＥＥＥＴｙｒｒｈｅｎｉａｎ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Ｒａｄａｒ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ｙＷＲＲＳ），Ｎａｐｌｅｓ，Ｉｔａｌｉａ，２０１２

［１１］ＹａｎＪ，ＹｕｎＸ，ＷｕＺ，ｅｔａｌ．Ｏｎｌｉｎ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Ｃ］．Ｔｈｅ１３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１２］ＤｕＷ，ＰｈｌｙｐｏＲ，Ａｄａｌｉ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ｌｉ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ｉｒｅＩｒｒｅｇ

ｕｌａｒ Ｗｅａ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ＣＡＳＳＰ），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ＢＣ，２０１３

［１３］Ｎｉｇａｍ Ｋ，Ｇｈａｎｉ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Ｔｈｅ９ｔｈ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ｃＬｅａｎ，ＶＡ，２０００

［１４］ＸｕＪ，ＨｅＨ，ＭａｎＨ．ＤＣＰＥ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Ｃ］．

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ＪＣＮＮ），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Ｓｐａｉｎ，２０１０

［１５］ＺｈｏｕＺ Ｈ，ＬｉＭ．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Ｕｎｌａ

ｂｅｌｅｄ Ｄａｔ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Ｊ］．犐犈犈犈

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 犓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 犇犪狋犪犈狀犵犻狀犲犲狉

犻狀犵，２００５，１７（１１）：１５２９１５４１

［１６］ＤｕＢｏ，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ｐｅｉ，Ｌｉ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ＳｕｂｐｉｘｅｌＴａｒ

ｇｅ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犐犿犪犵犲犪狀犱犌狉犪狆犺犻犮狊，２００９，１４（９）：

１８５０１８５７（杜博，张良培，李平湘，等．基于最小噪声

分离的约束能量最小化亚像元目标探测方法［Ｊ］．中

国图像图形学报，２００９，１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７）

［１７］ＨｕａｎｇＲ，Ｈｅ Ｗ．Ｕｓｉｎｇ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ｏＥｘｐｌｏｉ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ＶＲＳ），Ｘｉａｍｅ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１８］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ＬｖＤａｎｊｕ，ＷｕＢａｏｇｕ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Ｊ］．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犇犲狏犲犾

狅狆犿犲狀狋，２０１３，２３（７）：７７７９（张雁，吕丹桔，吴保

国．基于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半监督分类算法的研究［Ｊ］．

计算机技术与发展，２０１３，２３（７）：７７７９）

［１９］ＬｉｕＸ，ＺｈａｎｇＨ，ＣａｉＺ，ｅｔａｌ．Ａ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Ｔｈｅ２４ｔｈ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ｏｏｌｓｗｉｔｈ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ＣＴＡＩ），Ａｔｈｅｎｓ，Ｇｒｅｅｃｅ，２０１２

［２０］ＢｅｎｄｅｒＴ，ＫｊａｅｒＴＷ，ＴｈｏｍｓｅｎＣＥ，ｅｔａｌ．Ｓｅｍｉ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ｓｖｅｐｂａｓｅｄＢｒａｉｎ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Ｔｈｅ３５ｔｈ

ＩＥＥＥ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ＭＢＣ），Ｏｓａ

ｋ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３

［２１］ＯｋａｂｅＭ，Ｙａｍａｄａ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ｂｙ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ＩＥＥＥ／ＷＩＣ／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ｎ Ｗｅｂ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Ａｇ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ＩＡＴ），Ｍａｃａｕ，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犛犲犿犻犛狌狆犲狉狏犻狊犲犱犆狅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犻狅狀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犅犪狊犲犱

狅狀犆狅犱犲狑狅狉犱犕犪狋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犌狉犪狏犻狋犪狋犻狅狀犛犲犾犲犮狋犻狀犵

犆犎犈犖犛犺犪狀狓狌犲１　犢犐犖犡犻狌狓狌犪狀
１
　犢犃犖犌犢犪犼狌犪狀

１

１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６５，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ｉ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ｓ

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ｌｏｗ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ｅｒｒｏ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ｗ

（下转第１４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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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ＬｉＤＡＲ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ｉｏ

ｍａｓ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ｆｉｅｌ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ＬｉＤＡ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ｅｒｅｂｕｉｌｔ．Ａ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

ｕｓｅｄｆｏ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犚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ｉｍｐｒｏ

ｖ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ＬｉＤＡ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ｏｂ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ｏｄ

ｅｌｓ．Ｌａｓｔｌｙ，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ｆｉｅｌ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ＬｉＤＡＲｄａｔａ，ｗ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ａ．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ＬｉＤＡＲｄａｔａ，ｂ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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